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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度第四次國家型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系統建置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 2：00-6：00 
地點：中央研究院行政大樓計算機中心 414會議室 
主席：黃銘崇 
出席：內容分項計劃─黃銘崇 
   中研院Metadata小組─陳亞寧、陳淑君 
   技術研發分項計劃─何建明 
   國家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系統建置計劃─楊美華、王梅玲 
   故宮器物數位典藏子計劃─鄭邦彥 
   故宮書畫數位典藏子計劃─謝東志 
   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劃─黃國斌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胡嘉穎 

 珍藏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劃─拓片與古文書數位典藏計劃(漢代簡牘) 
─遲恒昌 

列席：黃慧娟、陳澤榮、沈漢聰、陳雅惠、城菁汝、黃國倫、林麗虹、王瓊瑤、

游孝國、許雅婷、洪嘉培 
請假：范紀文 
記錄：黃慧娟 
 

一、報告事項 

(一) 主席致詞  
略。 

(二) 確認上一次會議紀錄 
正確無誤。 

(三) 聯合目錄小組報告各單位對需求書回應結果。 
略。 

(四) 後設小組報告核心欄位與 XML DTD設計。 
略。 

(五) 技術小組報告聯合目錄系統平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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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事項 

(一) 聯合目錄系統需求書討論案。 

決議： 

1. 聯合目錄需求書中所提出之小圖示為必備欄位，未來將會在內容分

項的工作報告會議中向各個計劃報告請各個計劃配合提供。 
2、 小圖示的大小為 128×128畫素。 
3、 故宮對分類瀏覽機構名稱與位置要求調整。 
4、 時間建議增加夏及王莽新朝。 
5、 近史所之「近代史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數位典藏計畫」名稱，請修正。 
6、 「器物分類」係整合故宮與史博館的分類，其對照表如次。 

單位 分類架構 
聯合目錄需

求書 
牙骨角蚌器、木竹漆器(木竹、漆器)、金屬器(銅器、鐵
器、金銀器、琺瑯器)、玉石器、陶瓷器、玻璃器、織
品、其他(文獻、通貨、雜項) 

故宮 牙骨角蚌器、木竹漆器、金屬器(銅器、鐵器、金銀器、
琺瑯器)、玉石器、陶瓷器、玻璃器、織品、其他 

史博館 文獻類、玉石器、陶器類、瓷器類、銅器類、群金類、

琺瑯類、竹木類、漆器類、牙骨類、編織類、通貨類、

雜項類 
 
7、聯合目錄系統建置需求書修改如附件一。 

(二) 各單位測試資料提供內容、數量、規格、方式、時程等討論案。 

決議： 
1、謝謝 5計畫願意參與測試提供資料，包括：故宮器物數位典藏子計
劃、故宮書畫數位典藏計劃、珍藏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劃-拓片與古
文書數位典藏計劃(漢代簡牘)、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
劃、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參與測試。 

2、各計劃提供聯合目錄平台測試資料 50-200筆如下： 

計劃名稱 數量 

故宮器物數位典藏子計劃 50筆 

故宮書畫數位典藏計劃 5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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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歷史文物數位典藏計劃-拓片與古文書數位
典藏計劃(漢代簡牘) 

200筆 

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劃 200筆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200筆 

2、工作時程如下： 

活動 時程 負責單位 

1.內容分項與各數位典藏
計劃溝通會議 

92年 9月 19日 黃先生、技術小組、聯合目錄

小組、後設小組、5計劃單位 
故宮資料準備 92年 9月 19日~9月

26日 
中研院資料準備 92年 9月 26日~10月

3日 
協調故宮資料技

術準備 
92年 9月 27日~10月
3日 

2.取資料
準備

測試 

協調中研院資料

技術準備 
92年 10月 4日~10月
17日 

技術小組、5計劃單位、後設
小組 

3.系統整合測試 
92年 10月 19日至 10
月 31日 

黃先生、技術小組、聯合目錄

小組、後設小組、5計劃單位 

4.召開檢討會議 
92年 11月 4日 黃先生、技術小組、聯合目錄

小組、後設小組、5計劃單位 

5.系統修改與再測試 92年 11月 
黃先生、技術小組、聯合目錄

小組、後設小組、5計劃單位 

6.召開年終會議 92年 12月 5日 
黃先生、技術小組、聯合目錄

小組、後設小組、5計劃單位 

7.撰寫研究報告 92年 12月 聯合目錄小組 

 

(三) 下次開會時間討論案 

決議： 

1、時間：92年 11月 4日(星期二)下午 2：00 
2、地點：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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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2年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系統需求書草案 

聯合目錄小組 

                                                               921003 

本文件主要提出國家數位典藏計畫聯合目錄提供使用者查詢的系統功能與

呈現資訊內容。 

一、任務與目標 

聯合目錄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使用者檢索本國家型計畫之典藏成果。對使用

者而言，聯合目錄查詢系統主要功能包括：以主題、時代、地區與典藏單位等整

合瀏覽各單位數位化資料，另可利用簡單檢索及精確查詢資料。而各單位的參與

單位可以依其權限與著作所有權來決定其在全球資訊網上公共目錄提供的資訊。 

二、目錄的內容 

聯合目錄共包括 12個主題小組，包括：動物、植物、地質、人類學、檔案、
地圖與遙測影像、金石拓片、善本古籍、考古、器物、書畫與新聞等。8個典藏
機構，包括中央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史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圖書館、以及 50個典藏計
畫。 

(一)目錄的簡要紀錄 

目錄紀錄以 Dublin Core 與數位典藏計畫 metadata mapping的共通欄位為
主，原則包括下列資料項： 

(1) 標題（Title）：給予資源的名稱。 
(2) 著作者（Creator）：編輯資源內容的主要負責人。 
(3) 主題和關鍵字（Subject and keywords）：資源內容的標題。 
(4) 描述（Description）：資源內容的解釋。 
(5) 出版者（Publisher）：負責發行作品的組織，使資源能廣泛使用者。 
(6) 貢獻者（Contributor）：對資源內容形成貢獻者。 
(7) 日期（Date）：資源週期的事件日期。 
(8) 資源類型（Resource Type）：資源內容的性質或類型。 
(9) 格式（Format）：關於資源的實際或是數位的形式。 
(10) 機構代碼與資源識別（Resource Identifier）：在給定的脈絡中，可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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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指示出該資源。 
(11) 來源（Source）：敘述目前資源的參考來源。 
(12) 語言（Language）：資源所使用的語言。 
(13) 關連（Relation）：說明相關的資源。 
(14) 範圍（Coverage）：資源內容的廣度或範圍。 
(15) 管理權（Rights Management）：描述資源權利相關的資訊。 
建議目錄必備的資料欄包括：標題（Title），著作者（Creator），主題和關鍵

字（Subject and keywords），描述（Description），原始資源日期（Date, Original），
資料格式（Format），機構代碼與資源識別（Identifier），管理權（Rights 
Management）。 

(二)提供小圖示影像 

將單位之影像檔以 thumbnail 存檔，作成圖示索引，讓使用者可以瀏覽圖
示，再連到各典藏機構，檢視數位物件。小圖示的大小為 128×128畫素。 

三、系統功能 

國家數位典藏聯合目錄是利用 OAI(Open Archives Initiative)協定技術建構。
OAI 協定的技術原理是由服務系統定期向各典藏單位之資料庫系統抓取典藏品
的後設資料，建立集中式的聯合目錄。以 OAI所建立的聯合目錄，其數位物件
不會儲存在服務系統端，而是儲存在各典藏單位，使用者可根據所查詢的後設資

料，連回原典藏系統並展現之。 

(一)分類瀏覽功能 

瀏覽分類架構考慮：(1)12個內容主題及細項分類；(2)8個典藏單位和 50餘
個典藏計畫系統；(3)時間；(4)地理；(5)數位化物件類型；(6)數位化前資料類型。 
1、依「內容分項主題」瀏覽 
內容分項

主題 

次 1層主題分類 次 2層主題分類 次 3層主題分類 

動物 物種名錄： 

門、綱、目、科、屬、種、亞

種 

標本、基本資料、文獻、

分布資料 

 

植物 物種名錄： 

門、綱、目、科、屬、種 

  

地質 礦物 自然元素 金剛石、石墨、自然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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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及硫鹽 
黃鐵礦、閃鋅礦、硫砷銅礦、黝銅

礦等 

鹵化物 氯銅礦、螢石、石鹽、氟鹽等 

碳酸鹽 水鈉鈣鈾礦、霰石、纖菱鎂礦等 

硼酸鹽 硼砂、硬硼鈣石、硼砂石等 

氧化物 銳鈦礦、鋁土、錫石、鉻鐵礦等 

硫酸鹽及硝酸鹽 明礬石、鉛礬、硝石、鈉硝石等 

鉬酸鹽、鎢酸鹽、磷酸

鹽、釩酸鹽、砷酸鹽及

鉻酸鹽 

鉬鉛礦、白鎢礦、水砷鋅礦、釩鉛

礦、鈷華、鉻鉛礦等 

 

矽酸鹽 陽起石、瑪瑙、電氣石等 

脊椎動物化石 兩生綱、鳥綱、爬行綱、哺乳綱等 

無脊椎動物化石 
軟體動物門、腔腸動物門、腕足動

物門等 

植物化石 
蕨類植物門、被子植物門、裸子植

物門等 

微體化石 
有孔蟲、放射蟲、介形蟲、苔蘚蟲

等 

化石 

其他 琥珀、紅藻球、藻類及菌層沉積等 

沉積岩 礫岩、砂岩、粉砂岩、頁岩等 

火成岩 花崗岩、玄武岩、安山岩等 

岩石 

  

  變質岩 板岩、千枚岩、片岩等 

 

其他   
隕石、地質鑽探岩心、沉積構造、

生痕化石等 

南島語 語言：泰雅、賽夏、巴澤、布農、

雅美、鄒、卡那卡那富、沙

阿魯阿、魯凱、排灣、卑南、

阿美、賽德克、噶瑪蘭 

 

漢語 臺灣地區漢語、大陸地區漢語 

語言 

閩南語 

客語 

 

人類學 

文物   

總理事務衙門 依系列號 1~40細分 

外務部 依系列號 1~34細分 

近史所外交檔案  

外交部 依系列號 1~46細分 

檔案 

內閣大庫 明朝 依系列號 1~16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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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 依系列號 1~13細分 

行政 依系列號 01001~01013細分 

政治 依系列號 02001~02046細分 

外交 依系列號 03001~03038細分 

內政 依系列號 04001~04051細分 

軍事 依系列號 05001~05067細分 

財政 依系列號 06001~07022細分 

交通 依系列號 08001~08017細分 

教育 依系列號 09001~09030細分 

文化 依系列號 10001~10009細分 

司法 依系列號 11001~11018細分 

人事 依系列號 12001~12008細分 

大眾傳播 依系列號 13001~13008細分 

 

國民政府檔案 

醫藥衛生 依系列號 14001~14006細分 

牙骨角蚌器   

木竹漆器 木竹、漆器  

金屬器 銅器、鐵器、金銀器、

琺瑯器 

 

玉石器    

陶瓷器   

玻璃器   

織品   

器物 

其他 文獻、通貨、雜項  

書法 

 
書法、緙絲、刺繡、法

帖、搨碑、墨拓、法書

類、篆刻類 

書畫 

繪畫 繪畫、緙絲、刺繡、墨

拓(畫像磚)、國畫、西畫

類、版畫、攝影類 

 

地圖與遙

測影像 

地理資料 自然環境生態、社會經

濟、土地、交通路網、

公共設施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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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鐃、鐸、鈴、錞、

句金 翟、鼓座、鬲、

甗、匕、鼎、 白 殳、

須 皿、簠、敦、金

和、豆、卣、尊、觶、

觚、爵、角、斝、觥、

盉、壺、罍、方彝、勺、 

桮、瓿、缶 霝、瓶、

缶、罐、盤、匜、鑑、

盂、戈、戟、矛、鏃、 

劍、斧、鉞、鏚、鈹、 

錛、鐓、刀、雜兵、符

節、權、量、鈁、斤、

泉范、布、詔版 

 

車馬器 馬銜、馬鐙、銅泡 

雜器 鋗、槃、盆、洗、鏤、鐎、鐎斗、

熨斗、銚、釜、鍪、鑊、扁、區、

奩、盧、鑪、杯、幘、鑰、調、構

銅、杖首、印、博局、銀挺、牌、

、灶、鏡 

青銅拓片 

類別不明器  

山東 

河南 

江蘇 

四川 

甘肅 

漢代石刻畫象拓本 

陜西 

 

 

造像碑  佛教石刻造像拓本 

寺塔碑  

台灣古拓碑   

金石拓片 

南台灣佛寺碑   

中原考古 遺址  考古 

臺灣考古 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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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漢簡 A1宗間阿瑪 

A2察汗松治    

A3蔥都兒     

A6破城子   

A7破城子    

A8破城子   

A10瓦因托尼   

A14地灣 

A16馬民烏蘇 

A18摩洛松治   

A21布肯托尼 

A22布肯托尼   

A25庫庫屋拉   

A27查科爾帖 

A28察汗多可 

A29白敦子 

A32金關  

A33地灣 

A35大灣  

A36阿德克察汗 

A37舊屯子 

A41北大河 

A42北大河   

P1蔥都兒  

P8 察勉庫篤克 

P9博羅松治 

P11布肯托尼 

P12(沒有漢字) 

敦煌小方盤城漢簡  

武威剌麻灣漢簡  

漢代簡牘 

羅布淖爾漢簡  

骨   

 

其他   
善本古籍 主題分類 經 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樂類、

春秋類、孝經類、四書類、總義類、

小學類、彙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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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紀傳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

史類、傳記類、史表類、史鈔類、

外國史類、時令類、地理類、輿圖

類、詔誥奏議類、書目類、金石類、

史評類、彙編類 

子 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醫家類、

曆算類、術數類、藝術類、雜家類、

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

類、其他宗教類、概論類、彙編類 

集 楚辭類、別集類、函牘類、雜詩文

類、詩文評類、詞曲類、概論類、

彙編類 

 

叢書 彙編類、方域類、氏族類、自著類 

類型 善本、古籍  

 

版本 刊本、覆刊本、影刊手

稿本修補本、增刊本、鈔

補本(配補抄本)、配補

本、某人寫刊本、集貲刊

本、某某叢書本(某某合

刻本)、某某印本、某色

印本、套印本、公牘紙印

本、活字本、稿本、鈔本、

卷子本、影鈔本、拓本、

印本、鈐印本 

 

新聞 政治、經濟、社會、犯

罪、災禍、科技、文化

教育、體育、軍事、交

通、醫藥、影劇娛樂、

藝術、人情趣味、大陸

新聞及其他 

 

社論、短評、專欄、專

論、讀者投書及其他 

 討論 

 

廣告 分類廣告、商業廣告、

機關公告、啟事廣告、

公益廣告、工商服務廣

告及其他 

 

新聞 

   

副刊 小說、詩、散文、雜文、

雜誌、書評、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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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專刊、畫刊、畫報等  

 

2、依「機構」再加「典藏計畫」瀏覽 

機構名稱 計畫名稱 

 機構計畫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魚類相之數位典藏 動物所 

(AS-ZOOL) 台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台灣貝類相之數位典藏 

植物所 

(AS-BOTANY)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化典藏 

史語所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 民族所 

(AS-IOE) 臺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畫 

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 

史語所拓片及古文書數位典藏計畫 

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圖書 

史語所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 

史語所 

(AS-IHP) 

史語所考古發掘遺物、照片、記錄與檔案 

近史所 

(AS-IMH) 

近代史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中央研究院 

計算機中心 

(AS-ASCC) 

近代中國歷史地圖與遙測影像典藏計畫 

動物博物館典藏數位化計畫 

昆蟲標本館典藏數位化計畫 

植物標本館數位典藏計畫 

臺灣地質科學典藏數位化計畫 

臺灣文獻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 

台灣大學  (NTU)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文物數位化計畫 

故宮器物數位典藏子計畫 

故宮書畫數位典藏子計畫 

故宮清代檔案數位典藏子計畫 

故宮博物院  (NPM) 

故宮善本古籍數位典藏子計畫 

動物模式標本典藏數位化子計畫 

台灣特有及重要館藏標本典藏數位化 

臺灣維管束植物相典藏數位計畫 

臺灣非維管束植物暨地衣子計畫 

臺灣真菌之數位典藏計畫 

地質學典藏數位計畫 

自然科學博物館  (NMNS) 

臺灣原住民民族誌標本典藏數位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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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中部考古學蒐藏之數位化 

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 

國家圖書館期刊報紙典藏數位化計畫 

國家圖書館  (NCL) 

臺灣地區地方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 

國史館  (DMH) 國史館典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數位化中程計畫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TH) 典藏日據與光復初期史料數位化 

國家歷史文物數位典藏 歷史博物館  (NMH) 

花蓮港口遺址考古標本數位化計畫 

公開甄選計畫 

台北藝術大學  (TNUA) 視覺記憶數位典藏計畫 

東吳大學  ( SCU ) 古籍圖像文獻類編 

交通大學  (NCTU) 電視新聞多媒體資料館 

真理大學  (AU) 馬偕與牛津學堂 

世新大學  (SHU) 世界日報內容數位化開發計畫 

中正大學  (CCU) 南台灣佛寺所藏檔案文獻數位典藏計畫 

台灣科技大學  ( NTUST ) 大型歷史建築文物數位保存 

 

3、依「時間」瀏覽 

時間 次分類 

史前時代  

舊石器 石器時代 

新石器 

夏  

商  

西周  

東周(春秋戰國)  

秦  

西漢  

新(王莽)  

東漢 東漢及三國 

三國 

晉  

南北朝 南北朝及隋 

隋 

唐  

五代十國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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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明  

清太祖迄世祖(順治)(1616 - 1661) 

清聖祖(康熙)(1662 - 1722) 

清世宗(雍正)(1723 – 1735) 

清高宗(乾隆)(1736 - 1795) 

清仁宗(嘉慶)(1796 – 1820) 

清宣宗(道光)(1820 - 1850) 

清文宗(咸豐)、清穆宗(同治)(1850 - 1874) 

清德宗(光緒)(1875 – 1908) 

清 

清宣統帝(1909 - 1911) 

西元 1912年 – 1949年 

(明治 28年- 45年、大正元年- 15年、昭和

元年- 20年) 

西元 1950年 – 1960年 

西元 1961年 – 1970年 

西元 1971年 – 1980年 

西元 1981年 – 1990年 

西元 1991年 – 2000年 

民國時期 

西元 2001年 -  

 

4、依「地理」瀏覽 

地理 次分類 1 次分類 2 

北部台灣 台北(縣)市、桃竹苗地區 

中部台灣 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 

南部台灣 嘉義縣、雲林縣、台南(縣)市 

高屏地區 高雄(縣)市、屏東(縣) 

蘭陽及東部台灣 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 

澎湖及台灣附島 澎湖、小琉球島嶼、七星岩、龜山島、花瓶嶼、棉花嶼、彭佳

嶼、蘭嶼（紅頭嶼）、綠島（火燒島）、其他 

臺澎金馬 

金門、馬祖  

華北地區 河北（冀）、山東（魯）、河南（豫）、山西（晉）、陝西（秦）、

甘肅（隴） 

中國 

華中地區 江蘇（蘇）、安徽（皖）、浙江（浙）、江西（贛）、湖北（鄂）、

湖南（湘）、四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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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地區 福建（閩）、廣東（粵）、廣西（桂）、雲南（雲）、貴州（貴）、

海南（瓊）、香港（港）、澳門（澳） 

東北地區 遼寧（遼）、吉林（吉）、黑龍江（黑） 

塞北地區 外蒙自治區、內蒙自治區 

 

西域、新疆地區 新疆（新）、青海（青）、西藏（藏） 

亞洲 日本、韓國、東亞諸島、俄羅斯及中亞、中東、南亞及印度、

東南亞、南洋群島 

歐洲 英國、法國、德國、中歐、南歐、北歐、近東、巴爾幹半島 

美洲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及中美洲、南美洲 

非洲 埃及、中非、東非、西非、西北非、南非 

其他 

澳洲 

大洋洲 

極地 

澳洲及紐西蘭、南大西洋諸島、太平洋諸島、兩極、南極洲 

 

5、依「數位物件類型」瀏覽 

數位物件類型 次分類 備註、說明 

RTF文件格式 Rich text 

HTML文件格式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XML文件格式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PDF文件格式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微軟文件格式 Microsoft Office: .doc, .ppt, .exl 

PostScript .ps 

文件 Text 

 

text .txt 

TIFF檔案格式 .tif 

BMP檔案格式 .bmp，點陣圖檔格式，24bits，全彩 

GIF檔案格式 .gif，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256色 

JPEG檔案格式 .jpg, .jpeg 

PNG檔案格式 .png，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PDF檔案格式 .pdf 

Flash影像檔 .swf 

CD、DVD….等  

 影像Image 

 

其他類型影像  

MIDI格式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MIDI) .mid, .rmi, .midi 

MPEG格式 Moving Pictures Experts Group, *.mpg 

聲音 Audio 

Real player格式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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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格式 .avi, .wma  

其他類型聲音  

MPEG視訊檔 .mpeg, .mpg, .mlv, .mp2, .mp3, .mpa, .mpe, .mpv2, .m3u 

Quick Time視訊檔 .mov  

Real Player視訊檔 .rm 

Windows media視訊檔 .avi, .asf, .asx, .wax, .wma, .wmv, .wvx, .wmp, .wmx 

Flash視訊檔 .swf 

 視訊Video 

其他類型聲音  

 其他   

 

6、依「數位化前資料類型」瀏覽 

作品類型 次分類 備註、說明 

圖書 Book 

手稿 Manuscript 

學位論文 Thesis 

技術報告 Technical Report 

檔案、公文、契約書、帳冊  

報紙  

政府出版品  

電子書  

書目  

期刊、雜誌  

珍善本書  

文件 Text 

 

其他類型文件   

照片 Photograph 

繪畫 Painting 

書法 Calligraphy 

圖片、圖表、統計圖 Graphic 

地圖、地圖集  Map, Atlas 

影像 Image 

  

  

  

  

  其他類型影像   

講述、演說 Narration, Speech 

樂譜 Piano score, Voice score, Chirus 

歌曲 Song 

 

聲音 Audio 

  

  錄音帶 Audio T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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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型聲音   

動畫、卡通 Animation 

電影   

微縮片 Microform cartridge 

幻燈片 Filmstrip 

影片   

LD雷射光碟   

DAT數位磁帶 Digital access tape 

視訊 Video 

  

  

  

  

  

  

  其他類型視訊   

雕塑   

織繡、服裝、地毯、掛飾   

器物 

如木器、石器、金屬器、象牙、玉器、股

角、臘器、陶器、漆器、玻璃、琉璃、琺

瑯、珠寶等 

裝框、裱褙 Frame 

拓片  

儀式、祭祀用品 如神桌、祈禱用毯、木魚、佛桌、法櫃等 

臉譜、木偶、皮影、人形   

標本   

化石   

礦物、地質   

建築 Building 

模型 Model 

立體資料 

  

  

  

  

  

  

  

  

  

  

  

  

其他立體資料   

 
(二)檢索功能 

1. 系統能提供欄位檢索、模糊檢索(含同音、同義、簡繁俗體等)及不限欄位的
全文檢索功能。 

2. 共通的查詢模式包括，簡單查詢及進階查詢，進階查詢欄位包括：藏品名稱、
作品類型、創作者、主題、時間、地理、典藏單位、數位典藏計畫名稱、資

料格式。 

3. 系統具布林邏輯查詢、切截查詢(truncate)、完整查詢之功能，並以時間、藏
品類型、地理、數位物件檔案格式、館藏單位等條件縮小查詢範圍，限制條

件盡量以點選方式處理，不需使用者鍵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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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詢結果資料以共通欄位呈現，並可設定是否要連結更豐富的原始 metadata。 

5. 系統可讓使用者選擇呈現資料的排序方式，並可前後翻頁顯示。可選擇排序
方式，含相關度、主題、創作者、時間、典藏單位等。此外可選擇以文字清

單呈現或圖示清單呈現。 

 
 
 
 
 
 
 
 
 
 
 
 
 
 
 
 
 
 
 
 
 
 
 


